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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天地 纵享跑车本色

以不变初心缔造新征程：保时捷全新 中国首秀

 新一代 中国首秀，发布 、 、 三款全新车型；

 重新开发的全新 具有更强运动性、更高舒适性、更潮科技感、更多驾驶乐趣；

 秉承保时捷跑车基因，第三代 继续捍卫细分市场最强运动性车型的地位；

 全新 将于 月 日广州车展公布售价，于明年登陆中国市场。

上海 广州。 月 日，保时捷新一代 在第十五届广州国际车展前夕，迎来其中国

首秀。这款在全球取得巨大成功的保时捷车型经过重新开发，在各个层面都至臻完美。凭借全

新发动机和重新设计的底盘系统、全面互联的先进驾驶舱理念以及一系列创新的尖端技术，全

新 不仅秉承了前代出色的全地形操控性能，将卓越的运动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

在驾乘舒适性和日常实用性方面实现同步提升。

全新 是保时捷经典的延续。经过重新研发后，它继续捍卫了所属细分市场最具运动

性车型的地位。 保时捷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方智勇（ ）先生表示： 在全

球和中国市场备受欢迎也印证了我们研发战略的成功，那就是不论在哪个细分领域，每一款车

型都具有纯正的保时捷跑车基因。

犀利外观更具跑车风范

经典的保时捷设计语言使全新 保留了令人熟悉的外观，同时这款车又在细节处借鉴了

经典跑车 的风格，融入了更多跑车元素。新车车身长度增加了 ，轴距保持不变，

车顶高度比前代车型低了 。全新的车身比例营造出新一代 典雅的流线型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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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令其侧面轮廓更加动感。前脸的设计更好地提升了车辆的性能。标志性的宽大进气口进一步

优化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性能。

保时捷为新一代 配备了全新的三级递进式照明概念：标配 大灯，并可选配保时捷

动态照明系统（ ）或带有 升级版的全新 主大灯。带一体式灯带的尾灯彰显了保

时捷最新设计语言。旗舰车型全新 在同级别中率先配备了专属的自适应车顶扰

流板，使其强劲的性能更加如虎添翼。

强大的驱动系统：打造无可比拟的运动性与非凡的越野性

全新 提供三款全新设计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带来更为澎湃的动力。 搭载

升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 （ ）。 搭载的 升 双涡

轮增压发动机可产生 （ ）的最大输出功率，最大扭矩达 。

搭载 升 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 （ ），最大扭矩为

。匹配全系标配的全新 速 变速箱，这款旗舰车型百公里加速仅需 秒（配备

组件后），令人惊叹的加速度堪与 争锋。

新一代 不仅拥有可以媲美跑车的运动性，它的越野性能比前代更为出色。这款全地形

车型能够提供 种不同的越野驾驶模式和 种离地间隙。无论是公路坦途，还是泥泞山路，全

新 都能应付自如。

创新轻质底盘：完美平衡性能与舒适性

重新设计的轻质底盘系统完美融合了跑车的运动性与豪华轿车的驾乘舒适性。首次配备的一系

列技术包括三腔室自适应空气悬架、电子机械式防倾翻稳定系统、属于跑车配置的后桥转向系

统，是这一多功能底盘的关键系统。而保时捷 底盘控制系统则实现了以上所有系统的连接

与集中控制，通过一体化策略使底盘系统主动对当前的行驶条件做出响应。不仅如此，首次采

用的后轮加宽轮胎同样承袭了跑车的配置，进一步释放出全新 强劲的运动性能。另一

个特别的配置是，保时捷为全新 提供了首度面世的保时捷表面镀层制动系统

（ ），使车辆具备了更出色的制动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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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互联的保时捷先进驾驶舱：提升日常实用性

新一代 的内饰设计采用了极具未来感的保时捷先进驾驶舱理念。传统按键和仪表明显

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黑色触摸面板和交互式显示屏，使操作变得更加清晰和直观。新一代保时

捷通讯管理系统实现了全面联网。标配的保时捷智慧互联模组升级版可以提供包括在线导航、

实时交通信息、语音控制等服务，给互联网 时代的消费者带来全新用车体验。

针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全新 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标准配置，如具有 向电动调节功

能的舒适型座椅、空气净化器离子发生器等，进一步提升了驾乘舒适性。不仅如此，全新

的行李厢容积比前代车型增加多达 升。如果后排折倒，行李厢容积可以从 升

增加到 升（ ： 升 升）。此外，一系列先进的辅助系统包括带保

时捷动态照明系统升级版的 矩阵大灯、自适应巡航定速控制系统和夜视辅助系统等，进一

步提升了驾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迭代升级 不忘初心

费利保时捷（ ）曾经说过： 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质量标准打造一款保时捷的越野

车，它同样会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秉承这一信念，第一代 在研发之初便保留了一款纯

正保时捷的运动基因。它集越野性能与赛道性能于一身，使 豪华 中的跑车 成为现实。累

计 万台的销量进一步证明了这款豪华 在全球的成功。到了第二代 ，保时捷不

断突破其性能边界，推出 、 等性能强大的驾驶机器。

更开创了豪华 细分市场先河，成为这一市场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上市至今，

第二代 创造了约 万台的销量传奇，豪华 翘楚当仁不让。

自 年第一代 的横空出世，这款豪华 便成为了所属细分市场的唯一标杆。然

而，无论在各个层面如何迭代更新， 始终秉持了保时捷的跑车本色，这也是其深受全

球及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原因。 方智勇先生强调： 作为保时捷以及 全球最大单一市

场，中国是我们的重要阵地。我很高兴全新 即将于明年登陆中国市场。未来，我们将

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具有卓越性能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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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为全新 性能参数，其价格将于 月 日广州车展 馆 展台保时捷新闻

发布会上公布。

指标

发动机 涡轮增压 双涡轮增压 双涡轮增压

排量，

最大功率，

最大扭矩，

最高时速，

百公里加速度 ，

配备 组件

结束

关于保时捷中国

继 年，费迪南德保时捷（ ）先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创立保时捷设计工作室后，

凭借两代人的不懈努力， 年，其子费利保时捷（ ）先生将保时捷的设计理念变成了现

实，也标志着保时捷跑车品牌的诞生，并使之成为跑车界的传奇。随着数十年的发展，保时捷现已成为

享誉全球数十载的顶尖跑车品牌。秉承 之卓越理念，保时捷锐意创新，不断进取

，以为全球跑车爱好者提供集卓越性能与非凡效率于一身的完美跑车为己任，不断拓展跑车设计与制造

的新境界。

自 年进驻中国市场以来，保时捷中国便致力于为每一位渴望挑战、追求完美的中国车友带来品牌

所倡导的运动体验与创新精神。此外，来自保时捷全系顶级跑车的无限魅力亦得以倾力呈现 充满传

奇色彩的 跑车、久负盛名的中置发动机跑车 和 、豪华 翘楚 、

时尚 先锋 以及拥有纯正跑车基因的豪华轿车 均以超凡性能与极致设计诠释着保时

捷品牌对于完美品质所秉持的至臻坚持。至今，保时捷在中国共拥有 家保时捷中心，确保每一位中

国车主均能体验到保时捷享誉全球的至臻个性化服务。

年，保时捷中国创造了在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累计交付 台新车的杰出业绩，再度成为保

时捷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年，保时捷中国将着眼未来，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世界级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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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大地上续写传奇。

如需更多资讯，请访问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保时捷新闻中心

或联系：

保时捷中国

唐凤靓 公关传媒总监

电子邮件

张艳礼 公关传媒主管

电子邮件

吴明霞 公关传媒区域经理（北区）

电子邮件

张思玮 公关传媒区域主管（南区）

电子邮件

叶青 社会化媒体与赛事运动经理

电子邮件

电话

传真

媒体网站


